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210097988.2

(22)申请日 2017.01.20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710048104.3 2017.01.20

(71)申请人 北京泷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100072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园博

园南路渡业大厦5层517室

(72)发明人 骆坚平　郭行　潘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方圆嘉禾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385

代理人 吕永齐

(51)Int.Cl.

B01D 50/20(2022.01)

B01D 53/06(2006.01)

B01D 46/02(2006.01)

B01D 45/1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

法及其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油烟气处理技术领域，特别

涉及一种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

法及其处理系统，该方法包括：离心除油装置

(11)将油烟气离心处理以分离出油烟气中的油

滴和杂质，处理后的油烟气经由干式过滤装置

(6)过滤以去除固体和液体微小颗粒物以剩下带

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体，吸附装置(9)在吸附

区域(1)和脱附区域(10)之间转动，所述油烟气

体在吸附区域(1)中通过分子筛以吸附挥发性有

机物；当分子筛旋转到脱附区域(10)后，混合气

体流经所述吸附了挥发性有机物的分子筛以高

温脱附，被脱附的挥发性有机物排出燃烧清除，

经脱附再生的分子筛循环进入吸附区域(1)降

温，然后再进行吸附，循环进行吸附‑脱附连续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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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骤：通过油烟气收集装置(12)收集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且输入到离心

除油装置(11)中，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将油烟气离心处理分离出油烟气中的油滴和杂

质，所述油滴和杂质经由导油槽流入废油收集容器；

第二步骤：将所述第一步骤处理后的油烟气经由干式过滤装置(6)过滤去除固体和液

体微小颗粒物，以剩下带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体，所述带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体在风

机(8)的驱动下流入吸附装置；

第三步骤：带有分子筛的吸附装置(9)在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10)之间转动，所述

带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体在吸附区域(1)中通过分子筛吸附挥发性有机物；

第四步骤：燃烧器(2)产生的高温气体输入混合器(3)中与空气混合形成温度在190℃‑

210℃范围内的混合气体，当分子筛旋转到脱附区域(10)后，所述混合气体流经所述吸附了

挥发性有机物的分子筛以高温脱附，被脱附的挥发性有机物排出进行燃烧清除；

第五步骤：经脱附再生的分子筛循环进入吸附区域(1)降温，然后再进行吸附，如此循

环进行吸附‑脱附连续作业；

所述第三步骤中，所述吸附装置的吸附转轮转速为3～8r/h，油烟气体通过吸附区域

(1)的风速为1～4m/s；所述吸附装置(9)为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内装有疏水性的Y型分

子筛或者ZSM型分子筛及其组合；

所述第四步骤中，混合气体的通过脱附区域(10)的风速为1～4m/s，脱附的温度为180

～220℃；

所述第三步骤中，所述吸附装置(9)为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内装有疏水性的Y型分

子筛或者ZSM型分子筛及其组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步骤中，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为管道式，内部设有多组可高速旋转的金属丝网盘，所述

金属丝网盘的旋转方向与油烟气方向垂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步骤中，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包括模块化的滤袋，所述滤袋采用无纺布或过滤棉制成，

滤袋平均有效孔径小于0.5μm，对粒径大于等于0.5μm微粒的计数效率不低于50％。

4.一种实施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的处

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收集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油烟气收集装置(12)、连接所

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的用于分离油滴和杂质的离心除油装置(11)、连接所述离心除油装

置(11)的用于过滤固体和液体微小颗粒物的干式过滤装置(6)、连接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

的用于吸附挥发性有机物的吸附装置(9)和连接所述吸附装置(9)的用于脱附的混合气体

生成装置(4)，所述吸附装置(9)包括分子筛，所述混合气体生成装置(4)包括用于加热产生

高温气体的燃烧器(2)和用于混合高温气体和空气的混合器(3)；

所述燃烧器(2)为带有燃气电动调节阀的燃气燃烧器，所述混合器(3)的一进口连接所

述燃气燃烧器的出口和另一进口与空气连通；

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为带有模块化的滤袋的干式过滤器；所述干式过滤器经由调节

阀(7)连接排烟风机(8)，所述排烟风机(8)将所述油烟气体输入所述吸附装置(9)，所述吸

附装置(9)为内装分子筛的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分为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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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混合器(3)设有温度传感器(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设有抽风机

和集气罩；

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包括内部设有多组高速旋转的金属丝网盘的管道式离心机、导

油槽和用于收集分离出的油滴和杂质的废油收集容器；

所述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10)的体积比为11:1，吸附转轮转动使分子筛依次经过

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10)以连续运行。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设有测量风

速的风速传感器，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设有测量离心转速的转速传感器；

所述风速传感器、转速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由处理器连接；所述处理器是通用处理器、

数字信号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模拟电路或数字电路；

所述处理器设有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包括一个或多个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快闪存储器或电子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

7.一种处理烹饪过程产生的油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集气‑净化

段和脱附‑燃烧段；所述集气‑净化段包括依次连接的油烟气收集装置(12)、离心除油装置

(11)、干式过滤装置(6)、排烟风机(8)和吸附装置(9)；

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为带有模块化的滤袋的干式过滤器；所述干式过滤器经由调节

阀(7)连接排烟风机(8)；所述排烟风机(8)将所述油烟气体输入所述吸附装置(9)；

所述吸附装置(9)为内装分子筛的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分为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

域(10)；

所述脱附‑燃烧段包括与吸附装置(9)连接的混合气体生成装置(4)、吸附转轮(9)中的

脱附区域(10)、燃气灶(13)、阻火器(14)、鼓风风机(15)和空气电动调节阀(16)；

所述混合气体生成装置(4)包括用于加热产生高温气体的燃烧器(2)和用于混合高温

气体和空气的混合器(3)；所述混合器(3)设有温度传感器(5)；

所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离心除油装置(11)、干式过滤装置(6)依次设置于所述燃气

灶(13)的正上方；

所述阻火器(14)设置于燃气灶(13)与鼓风风机(15)之间；所述鼓风风机(15)通过阻火

器(14)与燃气灶(13)连接；

所述鼓风风机(15)通过三通管道一端与脱附区域出口连接，所述三通管道的另一端连

接调节空气的空气电动调节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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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及其处理系统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7年01月20日、申请号为201710048104.3、发明名称为《一种

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及其处理系统》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油烟气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

的处理方法及其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3] 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增加，产生了大量得不到有效处理的各种废气、粉尘，如工业

生产废气、汽车尾气、烧煤废气、烹饪油烟、烧秸秆废气等等。烹饪油烟是煎、炒、烹、炸等高

温工序中食用油及食品在高温裂解下的产物，既有悬浮颗粒物又有气体状态的挥发性有机

物(VOC)，主要成分为不饱和烃类、饱和烃类、苯系物、多环芳烃、杂环化合物以及醇、醛等，

加上操作间内燃料产生的污染形成了气、液、固三态污染物。烹饪油烟含有多种有毒有害化

学成分，不同食品在高温下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物质，其中含有许多致突变和致癌性物质，

同时对空气中PM2.5污染也有一定的“贡献”。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14年全球碳排放总量达

到了惊人的323亿吨！这些废气大量排放还形成雾霾这种可怕天气，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现

有的处理技术主要有稀释扩散法、水吸收法、催化剂还原法、低温等离子去除法等。这些方

法设备成本高、运行成本高、去除效率低且不能覆盖大量低端用户。其中，对于餐饮业油烟

净化技术，主要有机械分离法、过滤法、静电沉积法、液体洗涤法、催化燃烧法等，但每种技

术都难以同时处理成分复杂、含气液固三种状态的油烟废气。因此，不同净化技术的组合是

彻底治理餐饮油烟的根本方法。

[0004] 专利文献CN205435476U公开的一种工业废气、餐饮油烟气综合处理装置包括集气

罩、排气管和排气扇，其中集气罩呈锥台形，其顶部连接在排气管上，其还包括UV光解空气

净化器，该UV光解空气净化器包括壳体和芯体，壳体一侧设有进风口，另一侧设有出风口，

进风口连接排气管，所述芯体包括框架和配电箱，框架外侧设有光触媒滤网，框架中心设有

UV灯管，所述光触媒滤网及UV灯管设置在进风口和出风口之间，185nm≤上述UV灯管发出的

光波≤254nm，所述排气扇设置在集气罩顶部或UV光解空气净化器的进风口或出风口或排

气管的其他部位上。该专利能够处理废气，但该专利处理效果有待提高，特别是针对油滴、

挥发性有机物等处理有待加强。

[0005] 专利文献CN2451237Y公开的一种高压静电集尘除油烟机，由机架、烟尘空气进口

管段、过滤器、高压静电箱、净化空气出口管段组成，在高压静电箱上设置变压器，电路连接

高压静电箱内高压静电发生器的电极极板、电极极丝和机架旁的电气控制盘；高压静电箱

内设置的高压静电发生器为平行于气流方向密布排列的电极极板和电极极丝，电极极板为

边缘呈光滑圆角的导电材料薄板，用放电绝缘套固定两端，相邻的电极极板充以高压或次

高压、正电或负电不同的电荷，上端与变压器电路连接；电极极丝为弹簧上下张拉的导电细

丝，排列在烟尘空气进口处，上端与变压器电路连接，充以高压电。该专利利用高压静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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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静电场，将油烟颗粒与空气彻底分离，但该专利需要高压电源，应用范围受限，特别是对

于家庭厨房不太适用，另外，在油烟环境中该专利容易老化，出现故障不耐用。

[0006] 专利文献CN105202605A公开的种携便式餐饮商用厨房油烟分解净化设备包括有

箱体，所述的箱体内包括有烟气回收室、碱性分化室、烟气过滤室、木炭净化室、无极消毒

室，所述的烟气回收室上端设有吸风机，所述的烟气回收室下端连通设有碱性分化室，所述

的碱性分化室内设有烟气引流释放器，所述的烟气引流释放器呈L型，所述的碱性分化室与

烟气过滤室底端相互连通，所述的烟气引流释放器延伸到烟气过滤室内，所述的烟气引流

释放器上端设有防溅隔空逆流格栅，所述的防溅隔空逆流格栅过上端设有吸油逆流过滤

器，所述的烟气过滤室右端与木炭净化室连接，所述的木炭净化室内设有炭类吸附净化器，

所述的木炭净化室下端设有碱性分化液储存箱，所述的储存回收箱一侧与无极消毒室连

接，所述的无极消毒室内设有消毒装置架，所述的无极消毒室右侧设有负压外排风机，负压

外排风机处设有空气分流格栅。该专利利用碱性液分化微颗粒，逆流格栅与多型过滤器处

理废气，但该专利成本高，结构复杂，由于格栅中容易堆积油污，不适宜长期适用，且对油

滴、挥发性有机物等处理有待加强。

发明内容

[0007] 鉴于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及其处理

系统，通过分离、过滤以及吸附和脱附等步骤，彻底治理油烟气中的油雾及VOC等污染物，而

且由于循环脱附处理使得本发明可以长期适用，适用于各种环境且成本低，净化效果好。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第一步骤：通过油烟气收集装置(12)收集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且输入到

离心除油装置(11)中，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将油烟气离心处理分离出油烟气中的油滴和

杂质，所述油滴和杂质经由导油槽流入废油收集容器；

[0011] 第二步骤：将所述第一步骤处理后的油烟气经由干式过滤装置(6)过滤去除固体

和液体微小颗粒物，以剩下带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体，所述带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体

在风机(8)的驱动下流入吸附装置；

[0012] 第三步骤：带有分子筛的吸附装置(9)在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10)之间转动，

所述带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体在吸附区域(1)中通过分子筛吸附挥发性有机物；

[0013] 第四步骤：燃烧器(2)产生的高温气体输入混合器(3)中与空气混合形成温度在

190℃‑210℃范围内的混合气体，当分子筛旋转到脱附区域(10)后，所述混合气体流经所述

吸附了挥发性有机物的分子筛以高温脱附，被脱附的挥发性有机物排出进行燃烧清除；

[0014] 第五步骤：经脱附再生的分子筛循环进入吸附区域(1)降温，然后再进行吸附，如

此循环进行吸附‑脱附连续作业；

[0015] 所述第三步骤中，所述吸附装置的吸附转轮转速为3～8r/h，油烟气体通过吸附区

域(1)的风速为1～4m/s；所述吸附装置(9)为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内装有疏水性的Y型

分子筛或者ZSM型分子筛及其组合；

[0016] 所述第四步骤中，混合气体的通过脱附区域(10)的风速为1～4m/s，脱附的温度为

180～220℃；

说　明　书 2/7 页

5

CN 114345061 A

5



[0017] 所述第三步骤中，所述吸附装置(9)为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内装有疏水性的Y

型分子筛或者ZSM型分子筛及其组合。

[0018] 优选地，所述第一步骤中，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为管道式，内部设有多组可高速

旋转的金属丝网盘，所述金属丝网盘的旋转方向与油烟气方向垂直。

[0019] 优选地，所述第二步骤中，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包括模块化的滤袋，所述滤袋采

用无纺布或过滤棉制成，滤袋平均有效孔径小于0.5μm，对粒径大于等于0.5μm微粒的计数

效率不低于50％。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实施上述所述的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的

处理系统，包括收集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油烟气收集装置(12)、连接所述油烟气

收集装置(12)的用于分离油滴和杂质的离心除油装置(11)、连接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的

用于过滤固体和液体微小颗粒物的干式过滤装置(6)、连接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的用于吸

附挥发性有机物的吸附装置(9)和连接所述吸附装置(9)的用于脱附的混合气体生成装置

(4)，所述吸附装置(9)包括分子筛，所述混合气体生成装置(4)包括用于加热产生高温气体

的燃烧器(2)和用于混合高温气体和空气的混合器(3)；

[0021] 所述燃烧器(2)为带有燃气电动调节阀的燃气燃烧器，所述混合器(3)的一进口连

接所述燃气燃烧器的出口和另一进口与空气连通；

[0022] 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为带有模块化的滤袋的干式过滤器；所述干式过滤器经由

调节阀(7)连接排烟风机(8)，所述排烟风机(8)将所述油烟气体输入所述吸附装置(9)，所

述吸附装置(9)为内装分子筛的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分为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

(10)；

[0023] 所述混合器(3)设有温度传感器(5)。

[0024] 优选地，所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设有抽风机和集气罩；

[0025] 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包括内部设有多组高速旋转的金属丝网盘的管道式离心

机、导油槽和用于收集分离出的油滴和杂质的废油收集容器；

[0026] 所述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10)的体积比为11:1，吸附转轮转动使分子筛依次

经过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10)以连续运行。

[0027] 优选地，所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设有测量风速的风速传感器，所述离心除油装

置(11)设有测量离心转速的转速传感器；

[0028] 所述风速传感器、转速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由处理器连接；所述处理器是通用处

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模拟电路或数字电路；

[0029] 所述处理器设有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包括一个或多个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取存

储器RAM、快闪存储器或电子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

[003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处理烹饪过程产生的油烟气的处理系统，所述系统包括集

气‑净化段和脱附‑燃烧段；所述集气‑净化段包括依次连接的油烟气收集装置(12)、离心除

油装置(11)、干式过滤装置(6)、排烟风机(8)和吸附装置(9)；

[0031] 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为带有模块化的滤袋的干式过滤器；所述干式过滤器经由

调节阀(7)连接排烟风机(8)；所述排烟风机(8)将所述油烟气体输入所述吸附装置(9)；

[0032] 所述吸附装置(9)为内装分子筛的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分为吸附区域(1)和脱

附区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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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所述脱附‑燃烧段包括与吸附装置(9)连接的混合气体生成装置(4)、吸附转轮(9)

中的脱附区域(10)、燃气灶(13)、阻火器(14)、鼓风风机(15)和空气电动调节阀(16)；

[0034] 所述混合气体生成装置(4)包括用于加热产生高温气体的燃烧器(2)和用于混合

高温气体和空气的混合器(3)；所述混合器(3)设有温度传感器(5)；

[0035] 所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离心除油装置(11)、干式过滤装置(6)依次设置于所述

燃气灶(13)的正上方；

[0036] 所述阻火器(14)设置于燃气灶(13)与鼓风风机(15)之间；所述鼓风风机(15)通过

阻火器(14)与燃气灶(13)连接；

[0037] 所述鼓风风机(15)通过三通管道一端与脱附区域出口连接，所述三通管道的另一

端连接调节空气的空气电动调节阀(16)。

附图说明

[0038] 通过阅读下文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的详细描述，本发明各种其他的优点和益处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变得清楚明了。说明书附图仅用于示出优选实施方式的目的，

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

其他的附图。而且在整个附图中，用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的部件。

[0039]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的步骤示

意图；

[0040] 图2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实施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的处

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3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实施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的处

理系统的连接示意图。

[0042]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解释。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虽然附图中显示了本发明的

具体实施例，然而应当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发明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例所限

制。相反，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能够更透彻地理解本发明，并且能够将本发明的范围完整

的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需要说明的是，在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当中使用了某些词汇来指

称特定组件。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可以理解，技术人员可能会用不同名词来称呼同一个组件。

本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并不以名词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组件的方式，而是以组件在功能上的差

异来作为区分的准则。如在通篇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当中所提及的“包含”或“包括”为一开放

式用语，故应解释成“包含但不限定于”。说明书后续描述为实施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然

所述描述乃以说明书的一般原则为目的，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当视所附权利要求所界定者为准。

[0044] 为便于对本发明实施例的理解，下面将结合附图以具体实施例为例做进一步的解

释说明，且各个附图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

[0045] 为了更好地理解，图1为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的步骤示意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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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所示，一种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的步骤包括：

[0046] 在第一步骤S1中，通过油烟气收集装置12收集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且输

入到离心除油装置11中，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将所述油烟气离心处理以分离出油烟气中的

油滴和杂质，所述油滴和杂质经由导油槽流入废油收集容器。

[0047] 在第二步骤S2中，经过第一步骤S1处理后的油烟气经由干式过滤装置6过滤以去

除固体和液体微小颗粒物以剩下带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体，所述油烟气体在风机7的驱

动下流入吸附装置。

[0048] 在第三步骤S3中，带有分子筛的所述吸附装置9在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10之间转

动，所述油烟气体在吸附区域1中通过分子筛以吸附挥发性有机物。

[0049] 在第四步骤S4中，燃烧器2产生的高温气体输入混合器3中与空气混合形成温度在

190℃‑210℃范围内的混合气体，当分子筛旋转到脱附区域10后，所述混合气体流经所述吸

附了挥发性有机物的分子筛以高温脱附，被脱附的挥发性有机物排出进行燃烧清除。

[0050] 在第五步骤S5中，经脱附再生的分子筛循环进入吸附区域1降温，然后再进行吸

附，如此循环进行吸附‑脱附连续作业。

[0051] 在一个实施例中，在第一步骤S1中，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为管道式，内部设有多组

可高速旋转的金属丝网盘，其旋转方向与油烟气方向垂直。

[0052] 在一个实施例中，在第二步骤S2中，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包括模块化的滤袋，所述

滤袋采用无纺布或过滤棉制成，滤袋平均有效孔径小于0.5μm，对粒径大于等于0.5μm微粒

的计数效率不低于50％，油烟气经由滤袋过滤以去除固体和液体微小颗粒物以剩下带挥发

性有机物的油烟气体。

[0053] 在一个实施例中，在第三步骤S3中，所述吸附装置9为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内

装有疏水性的Y型分子筛或者ZSM型分子筛及其组合。

[0054] 在一个实施例中，在第三步骤S3中，所述吸附转轮的转速为3～8r/h，油烟气体通

过吸附区域1的风速为1～4m/s，在第四步骤S4中，混合气体的通过脱附区域10的风速为1～

4m/s，脱附的温度在180～220℃范围内。

[0055] 图2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实施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的处

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本发明实施例将结合图2进行具体说明。

[0056] 如图2所示，一种实施所述的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的处理系统

包括收集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油烟气收集装置12、连接所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的

用于分离油滴和杂质的离心除油装置11、连接所述离心除油装置11的用于过滤固体和液体

微小颗粒物的干式过滤装置6、连接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的用于吸附挥发性有机物的吸附装

置9和连接所述吸附装置9的用于脱附的混合气体生成装置4，所述吸附装置9包括分子筛，

所述混合气体生成装置4包括用于加热产生高温气体的燃烧器2和用于混合高温气体和空

气的混合器3。

[0057]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设有抽风机和集气罩，所述离心除油装

置11包括内部设有多组高速旋转的金属丝网盘的管道式离心机、导油槽和用于收集分离出

的油滴和杂质的废油收集容器，所述干式过滤装置6为带有模块化的滤袋的干式过滤器，所

述干式过滤器经由调节阀7连接排烟风机8，所述排烟风机8将所述油烟气体输入所述吸附

装置9，所述吸附装置9为内装分子筛的吸附转轮，所述吸附转轮分为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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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述吸附区域1和脱附区域10的体积比为11:1，吸附转轮转动使分子筛依次经过吸附区

域1和脱附区域10以连续运行，所述燃烧器2为带有燃气电动调节阀的燃气燃烧器，所述混

合器3一进口连接所述燃气燃烧器的出口和另一进口与空气连通。

[0058]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油烟气收集装置12设有测量风速的风速传感器，所述离心

除油装置11设有测量离心转速的转速传感器，所述混合器3设有温度传感器5，所述处理系

统包括连接所述风速传感器、转速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的处理器，所述处理器是通用处理

器、数字信号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模拟电路或数字电路，所

述处理器设有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包括一个或多个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快

闪存储器或电子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处理器可以在存储器中预设多种模式如

节能模式，功效模式等，处理器通过调节油烟气收集装置12的收集速度、离心除油装置的离

心速度以及混合气体的温度来得到预期的处理效果。

[0059]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存储器为易失性存储器或非易失性存储器。

[0060] 本发明可应用到多种油烟的处理，其中，餐饮油烟废气，煎、炒、烹、炸的烹饪过程

产生的油烟废气主要含有液态油滴、悬浮颗粒物、VOC等污染物。特别是一种用于处理烹饪

过程产生的油烟气的处理方法，其通过所述的处理系统来实施。

[0061] 为了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下面以餐饮废气为例。图3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实

施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油烟气的处理系统的连接示意图，如图3所示，燃气灶13含有两个灶

头，用于中餐炒菜，产生含有液态油滴、悬浮颗粒物、VOC等污染物的油烟废气，

[0062] 油烟废气分别经过集气‑净化段和脱附‑燃烧段被彻底治理。集气‑净化段包括依

次连接的如集气罩的油烟气收集装置12、离心除油装置11、如干式过滤器的干式过滤装置

6、排烟风机8和如吸附转轮的吸附装置9。

[0063] 油烟废气首先被集气罩12收集，进入离心除油装置11进行预处理，大颗粒油滴和

杂质因惯性作用与高速旋转的金属网盘发生碰撞而被有效拦截，再由金属网盘离心作用力

将大颗粒油滴和杂质甩入导油槽，流入废油收集容器。

[0064] 经预处理后的油烟废气进入干式过滤器6，固体或液态微小颗粒物等被滤袋有效

过滤；剩余含VOC的油烟废气在排烟风机8的驱动下，以2m/s的风速流过吸附转轮9的吸附区

域1，吸附区域1中的Y型分子筛和ZSM型分子筛利用独特的微孔结构将废气中的VOC吸附去

除，干净的气体可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吸附有VOC的分子筛在吸附转轮9以4r/h的转速转动

下，进入脱附区域10进行高温脱附，而经脱附再生的分子筛循环进入吸附区域1的过渡区降

温，然后进行吸附工作，如此循环进行吸附‑脱附连续作业。

[0065] 脱附‑燃烧段包括燃气电动调节阀、燃气燃烧器2、混合器3、温度传感器5、吸附转

轮9中的脱附区域10、燃气灶13、阻火器14、鼓风风机15、空气电动调节阀16。

[0066] 燃气燃烧器2采用餐厅现有天然气，生成高温气体，然后在混合器3中与外来空气

混合，形成温度在200±10℃范围内的混合气体；温度的控制是通过温度传感器5检测混合

气体的温度，并根据温度的变化控制燃气电动调节阀的开启状态，实时调节燃气量，从而控

制混合气体的温度。

[0067] 混合气体以2m/s的风速通入吸附转轮9中的脱附区域10，将分子筛加热，使被吸附

的VOC脱附出来，与空气混合并预热，被鼓风风机15带入燃气灶13；在燃气灶13内通过燃烧

方法将VOC彻底消除，燃气灶13与鼓风风机15之间设有阻火器14，有效预防火焰蔓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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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安全。

[0068] 在一个实施例中，脱附区域出口通过三通管道与鼓风风机15连接，所述三通管道

另一端连接调节空气的空气电动调节阀16，所述鼓风风机15通过阻火器14与燃气灶13连

接。

[0069]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燃气燃烧器2可采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制气或沼气作

为燃料。

[0070] 尽管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了描述，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

具体实施方案和应用领域，上述的具体实施方案仅仅是示意性的、指导性的，而不是限制性

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说明书的启示下和在不脱离本发明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

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很多种的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保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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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1

CN 114345061 A

11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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